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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外运”）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 20 日，并于 2003 年 2 月 13 日在香港成功上市，是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集团”）控股的 H 股公

司。 

中国外运是世界领先的整合物流服务商之一。我们整合海

运、空运、公路和铁路运输、国际快递、船务代理、仓储及

配送、码头服务等基础服务，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全程供应

链解决方案和一站式服务，帮助客户优化货物流、信息流和

资金流。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公司拥有从业员工 27150

名，总资产 350.8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184.6 亿元人民币。 

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是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在华南的全

资子公司，是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物流企业，是习近平主席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在跨境物流运输方面的重要执行者之

一。其立足珠三角经济圈，服务辐射整个华南地区，致力于

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综合物流服务以及个性化的物流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简介 

客户：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 

 

运营挑战： 

• 更好地进行物流需求整合、物流网络

整合和物流服务整合搜索 

• IT 系统能够更好地与外部环境融合，

并且能够适应业务快速扩张、应用需

求峰值的响应 

解决方案： 

• 天翼云提供的部署的混合云基础架构

解决方案 

• 资源池平台分别基于 FusionSphere 和

vSphere 建设 

• 底层全部采用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

器芯片的服务器设备 

收益： 

• 降低了建设成本及总体拥有成本 

• 平滑迁移服务确保了生产业务的连续

性 

• 保证生产经营管理系统数据完整性、

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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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在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通过科技创新，加强科技供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成为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关键之一。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发

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带来了新的活力。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为物流行业

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挑战，更是给物流行业企业的 IT 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是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在华南的全资子公司，是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物流企

业，是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在跨境物流运输方面的重要执行者之一。其立足珠三角经济圈，

服务辐射整个华南地区，致力于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综合物流服务以及个性化的物流解决方案。

作为成功的第三方物流供应商，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正在向第四方物流平台进行转型，力图成为整

合物流资源和推动高效运作的重要力量。 

向第四方物流平台的转型，要求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的运营模式可以更好的进行物流需求整合、物

流网络整合和物流服务整合，这就是涉及大量与外部客户和供应商的数据交互。在 IT 架构方面，为了

支持这一转型，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必须通过信息化、网络化和制度化的手段，把整个物流环节有

机地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效的运作体系。 

在实施混合云解决方案之前，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的全部业务系统都是基于 2010 年开始使用的私有

虚拟化平台+物理裸机方案。原有平台有以下问题： 

• 软件版本落后、硬件老化，运维风险很大； 

• 平台负荷过高，缺少扩展性，无法承载新业务需求； 

• 软硬件资源缺少冗余空间，无法原地扩容，在线升级风险极大。 

在新业务快速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公司对 IT 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外的大量数据交换和应用调用要

求 IT 系统能够更好地与外部环境融合，并且能够适应业务快速扩张、应用需求峰值的响应；同时，对

内的财务、结算等管理系统又有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的要求；系统还应该能提供包括双数据中心混合

组网、数据灾备能力，以及具备中远期异地灾备的方案条件。 

这些要求意味着公司必须建设新的云计算平台来支持这些业务，而且云平台技术架构、运营管理等方

面也必须具备先进性。例如对于灾备的需求，传统的方式是自建或者租赁第三方数据中心搭建一套与

原数据中心一模一样的系统。这样做需要选择数据中心，购买物理设备和软件，配备一定的运维人员

来维护这样一个新的备灾中心，无论从时间成本还是金钱成本，花费都是巨大的，还要承担灾备中心

在关键时刻无法正常使用或者快速接管业务的风险。当传统数据中心无法完全满足企业的需求，而企

业对公有云存有顾虑无法把业务全部迁移上公有云的时候，混合云架构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他们的最佳

选择。混合云解决方案在充分利用公有云带来的降低成本，扩展灵活和减轻运维压力的特点来提供最

佳性能的同时，还保障了私有云本地数据中心所具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从而支持遗留的关键业务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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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选择 

经过认真的考察，中外运华南公司选择中国电信天翼云来作为建设混合云平台的供应商。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云计算分公司（天翼云）成立于 2012年 3月，是中国电信旗下的专业公司，集约化发展包

括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内容分发网络（CDN）等在内的云计算业务和大数据服务。目前，天翼云

已形成平台+应用的云计算和大数据产品体系，可提供云主机、云存储、CDN 和大数据等全线产品。 

天翼云为中外运华南公司提供了部署在深圳平湖和广州黄埔两个数据中心的混合云基础架构解决方案。

系统平台共部署 11 台物理机在中国电信的数据中心，作为私有云资源池，主要用于部署 Oracle 数据

库（含 RAC）；此外，还在公有云中使用了约 260 台虚拟机，以及 100TB存储空间（包括约 18TB固

态磁盘），部署部分应用软件及 MySQL 等数据库。 

方案的主要部署要点如下： 

• 深圳平湖资源池节点作为生产系统主节点，部署全部私有云资源池的 11 台物理机，并可以向

本地的公有云虚拟机资源池灵活扩展。深圳平台资源池基于华为 FusionSphere 构建，主要部

署核心Oracle数据库，以及与财务、企业内部管理有关的应用系统，如 CRM、OA、结算、电

子支付等。 

• 广州黄埔资源池作为备份节点，并作为少量生产系统、测试系统主节点，主要部署面向外部客

户或供应商的应用或 API，如货代船代系统、北斗定位等。广州平台资源池基于 VMware 

vSphere 构建。 

• 两个资源池用 300M 云专线互联，内网打通，并分别连接到广州黄埔及深圳平湖。平台网络具

备云网融合、安全可信、专属定制的特点，可以实现跨数据中心系统虚拟化和数据库的无缝对

接，完成异构云平台间的零宕机、业务零中断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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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将全部业务系统由过去的旧系统平台迁移到新的混合云架

构上，达成了全业务上云的目标。 

由于物流行业的特殊性，中外运华南的部分业务应用需要 7*24 小时在线。例如海运业务，在支撑全球

海运的过程中，不存在闲时停机的可能。因此，在向混合云平台的迁移过程中，必须采用在线迁移的

方式，保证系统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平滑地迁移到混合云平台上。并且由于深圳和广州数据中心的底

层云管理架构使用的是不同厂家的产品，使得迁移问题更加复杂。在迁移过程中，中外运华南采用英

方软件的 i2Move 工具，将迁移工作简单化，在生产系统不停机情况下迁移现有整个系统，包括操作系

统、应用程序、用户信息、网络配置等所有的数据，在迁移完成后立刻切换到新系统，迁移过程服务

始终在线。 

目前，部署在混合云基础架构上的系统包括 CRM 系统、结算系统、电子支付系统、综合协同及人力系

统、移动应用系统、itlt 系统、货代船代系统、北斗系统、集装箱系统、报关系统、仓码系统、邮箱系

统等，以及新应用、测试系统等近 40 个系统。 

这些业务系统部署在近 300 台虚拟主机或物理主机上。无论是部署在公有云还是私有云上，底层全部

采用基于英特尔® 至强® E5 和 E7 产品家族的处理器芯片的服务器设备。在帮助企业构建混合云方面，

英特尔架构平台的一大优势是企业无论选择哪一家公有云服务提供商，抑或是和私有云解决方案供应

商来合作，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基于英特尔技术的解决方案。这对希望建设跨云架构的中国外运华南有

限公司来说非常有价值，也是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选择基础架构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近期，英特尔发布了专为下一代数据中心的架构而设计的基于 Skylake 架构的新一代至强® 可扩展处理

器芯片。新一代的处理芯片提供大幅增强的性能和功能；采用软件定义的基础设施和敏捷云架构，覆

盖数据中心内或云端各种工作负载的多功能性；并能够提供实时分析、任务关键型业务处理以及大数

据洞察能力。新一代的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产品家族整合并扩展了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 和 

E7 产品家族最卓越的企业级特性，更适合企业部署混合云来支撑更高敏捷性的新业务功能。顾名思义，

整合和扩展后将诞生一款高度通用的平台，从双路扩展至八路或更多，具备更丰富的功能和软件兼容

性，完全符合企业对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期望。 

 

客户价值 

在技术上，混合云项目的实施为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归集华南各省资源、执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在

跨境物流运输业务的企业信息化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双活数据中心+灾备中心网络方案，及专属云+公

有云的定制方案，使企业信息化平台具备先进性、安全性和高可扩展性。 

混合云架构高安全、高可用、高稳定、绿色节能环保，极大降低了建设成本及总体拥有成本。平滑迁

移服务确保了生产业务的连续性；保障集团生产经营活动 7*24 小时正常开展，保证生产经营管理系统

数据完整性、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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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务上，混合云项目也为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创造了极大的价值 。项目的实施响应了总书记“一带

一路”的国家战略，响应了总书记自主创新、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安全工作的号召。“该项目为我司成为华

南地区具有稳固领导地位的现代综合物流企业奠定了 IT 基础，使我司聚焦于客户的商业挑战与压力，

为客户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物流解决方案和服务，持续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中外运华南有限公司混

合云项目项目经理说。 

 

未来规划 

鉴于混合云为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带来了真正的价值，该公司计划在两数据中心分业务数据主备，

数据中心双活的基础上，依赖天翼云的技术及资源优势，平滑升级为双数据中心负载均衡双活，建设

两地三中心的网络方案。同时考虑在混合云的架构的基础上，利用公有云的弹性计算、弹性网络的能

力，开展云上的物联网+大数据的 IT 能力，为业务创新创造更广阔的空间有更坚实的基础。 

在积极探索新型物联网应用的过程中，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也在探索新的混合云模式。为了支撑物

联网应用所部署的自动化设备，中外运华南公司计划在未来建设自有数据中心资源池，考虑在本地部

署超融合设备来应对自动化产品对 IT 架构的需要。因此，在未来可能会建设形成跨本地私有云、托管

私有云和公有云的跨云管理平台，来更好得为业务发展服务。 

随着自动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新型的业务需求越来越旺盛，中国外运华南

有限公司未来也会考虑采用更高效率更高性能的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产品家族的新产品，助力

其"一带一路"跨境物流业务的发展，迈向新的高峰。 

 

方法论 

本项目信息取自多方来源，主要包括中国电信天翼云提供的信息及 IDC 对中外运华南有限公司混合云

项目负责人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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